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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庶民研究」是近代史學研究的新趨勢，使以往侷限於上層社會的研

究，轉向市井小民，成為史學界的新課題，而「商人」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商人在現今社會中的地位，已經受到社會和政治領導階層的肯定，

但是回顧中國歷史，商人的地位卻有相當長的時間受到壓抑。中國是以農為

本的國家，傳統的儒家思想亦以農業為重，所謂「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商

人成為「士、農、工、商」四民之末。根據楊聯陞與瞿同祖的研究，在戰國

時代，商人原本是很活躍的角色。各國為求富強，需要商人的經濟支援，以

至於發展「漁鹽之利」、「名山大澤」來鼓勵商人的活動。但是自從秦代以來，

商人漸漸受到抑制；漢代以降，朝廷打著尊儒的名號來壓抑商人，重農抑商

的思想，也成為歷朝政府的「既定政策」。所謂「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究其

目的，就是要讓商人階級能「富」而不能「貴」。然而，雖說商人受到壓抑，

但事實上富商也可以放棄商人地位，搖身一變而成為地主，兼營絲米業1；漢

武帝時也曾破例任用商人來從事經濟改革，桑弘羊即是一個例子。 

  隋、唐、遼三朝時，不准商工弟子參加科試。至宋代始准商人子弟應試，

金、元亦然2。到了明、清兩代，商人才漸漸享有較高的地位，因此像山西有

名的「票號商人」，便是在清代才蓬勃發展起來的。 

  鴉片戰後，隨著「口岸貿易」的展開，通商港口的貿易量激增起來。面

對日漸蓬勃的商業，商人也成為社會當中活躍的一份子；同時，為了達到共

                                                 
  1 蘇雲峰，〈民初之商人（1911-192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台
北：民國71年7月），頁47。 

  2 楊聯陞，〈Government Control of Urban Merchant in Traditional〉，《清華學報》，新八
卷，1112期（台北：民國59年），頁187-188；以及瞿同祖，〈中國的階層結構及其意識
型態〉，收錄於：段昌國等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65年），頁26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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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獲利的目的，商人的組織也由早期鬆散的「會館」，漸漸過渡到較為嚴密

的「行會、公所」。而在口岸貿易中處於被動地位的中國，面對列強分軍事

和經濟兩種手段的侵略，「兵戰」與「商戰」的概念便隨之興起。首先，以

「兵戰」為主的洋務運動即是在器物層面上進行改革，希望用「船堅砲利」

的目標來抵抗外國的軍事侵略；其次，則是以「商戰」來抵擋大量貨品的傾

銷，因此，「重商主義」的思潮一時甚囂塵上。廣東商人鄭觀應甚至認為，

商戰更應在兵戰之先，所以「習兵戰，不如習商戰」3，商戰觀念自此成為商

人救亡圖存的首要目標。 

  辛亥革命時期，商人成為革命成功重要的因素之一，他們在革命政府中

擔任要職，解決革命運動中的種種財經問題4。但是，兩年之後，國民黨發動

「二次革命」，商人卻採取了抵制的行動。事實上，商人在清末和民初的關懷

是一致的。在清末，他們反對一個不能有利於民生經濟發展的政府；在民初，

他們期待政治局勢趕緊穩定下來，新的政府能夠帶領國家進行實業建設5。其

後，孫中山為對抗北京政府，恢復臨時約法，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中

華民國軍政府」並自任大元帥，展開護法運動。護法運動維持了一段時間6，

即便護法政府名稱與組織數度更迭，執政當局也屢屢更換7，但是與北京政府

對抗的態勢一直沒變。然而，對抗北京政府需要經費，護法當局一切支出所

需，遂由其所轄之兩廣地區的人民負擔，商人亦是徵收對象之一。特別是軍

政府所在地的廣州市商人，負擔尤其沈重。由於不堪稅收的負荷，加上外在

勢力的操控，廣州商人所自組的私有武力 —商團，遂與廣州大本營掀起了一

場「官商衝突」，是謂「商團事件」。 

  商團事件意味著廣州商人與政府間的決裂，但隨著孫中山過世以及國民

政府成立，商人與政府似乎又重修舊好，繼續完成北伐的軍事行動，進而能

夠完成名義上的統一中國。1949年政局改變，兩岸的政治勢力皆凌駕於商人

                                                 
  3 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上）》，卷二（台北：學術出版社，民國54年11月），頁

36。 
  4 陳錦江（著），王笛、張箭（譯），《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7年6月），頁249。 

  5 李達嘉，〈從「革命」到「反革命」 —上海商人的政治關懷和抉擇，1911-1914〉，《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期（上）（台北：民國83年6月），頁237。 

  6 此處所稱的「護法運動」是廣義的解釋，係指從1917年孫中山南下號召護法，到1928年
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為止。 

  7 護法政府的名稱與組織包括中華民國軍政府（1917.6∼1921.5）、中華民國政府（1921.5
∼1923.3）、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1923.3∼1925.7）以及國民政府（1925.7∼1928年北
伐完成）。執政當局包括孫中山、桂系軍閥、陳炯明以及國民政府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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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之上，大陸地區「私營工商業被取締竟有二十年之久，商人作為一個重

要的社會階級實際上已不復存在」8，直到1970年代末期，商人才又重現於大

陸社會，而且發展速度甚快；而台灣地區，商人與政治的結合早已為人詬病，

商人的支持與否，往往決定一個政黨或個人的前途與命運。因此，商人在兩

岸的社會裡，漸漸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階級。有此背景，商人的研究也漸趨

熱烈，雖然各研究者的角度未必相同，對象也未必一樣，但是重新審視商人

在近代中國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卻是一致的。 

  根據蘇雲峰對於中國近代商人的統計（見圖〔緒-1〕）9，在民初的商人中，

浙江與江蘇地區的商人人數，在所

得資料的377人裡佔了60%，而僅次

於江浙的則是廣東（17%）。同時，

根據蘇雲峰的研究，就年齡結構而

論，以1870-1890年代出生的人為

多，佔全部人數的80%，「如以1925

年為基點，計算各組年歲，發現這

三組商人於北洋政府時期正值青壯年階段，是最具活力的一群。其中之1880

及1890年代二組，不但人數最多且大部份受較高的教育，自然要扮演較重要

的角色」10。人數最多的江浙商人，已有不少學者研究；人數僅次於江浙的

廣東地區（65人），則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廣東地區的65位商人，在前述的

年齡結構下，共有53人是符合1870年代到1890年代出生的，也就是說，在護

法運動的中期以後，這些廣東商人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特別是身處於廣

東政治中心、商業中心以及交通樞紐之廣州商人，角色益形重要。同時，當

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政治重心北移，廣州商人與

政治的關係也有了新的轉變。因此，本文擬以〈近代廣州商人與政治〉為題，

將廣東總商會成立以來到國民政府奠都武漢這一段期間，廣州商人與政治的

關係做一初步的研究。然而，由於商人的資料較為零散，關於廣州商人的史

                                                 
  8 馮筱才，〈中國大陸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6期（台北：民
國87年9月），頁87。 

  9 資料來源：蘇雲峰，〈民初之商人（1911-192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期，頁60。蘇著中分析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的377位商人籍貫，而筆者為方便製圖，
將山西、直隸、河北、山東與陝西合為「直隸」一類；將奉天、吉林合為「東北」一類；

將湘、鄂、贛、皖合為「兩湖」；以川、滇為「西南」一類。 
 10 蘇雲峰，〈民初之商人（1911-192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
頁61。 

圖〔緒-1〕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商人 
籍貫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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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至今也沒有完整的檔案問世，因此，本文將從以下的幾個方向進行資料

的蒐集與應用。首先，本文利用當時與廣州地區相關的幾種報刊資料，作為

史料的基礎，包括了當時廣州地區可見的香港《華字日報》，廣州《七十二

行商報》以及後來發行的廣州《民國日報》，同時，為了平衡觀點，上海的

《申報》以及《民國日報》，也將是蒐集資料的方向之一；其次，在廣州海關

的外國人，他們的「海關報告」也是值得參考的重要文獻；最後，包括當時

的《大本營公報》、《國民政府公報》中有關商人的記載與政策的推行，都是

必須加以重視的。輔以時人的回憶錄、文集，政府機構的報告，應當可以比

較客觀地討論這一段時期廣州商人與政治的互動關係。 

研究回顧 

  關於近代中國商人的研究，「最初由『辛亥革命是否為資產階級革命』

的論辯展開」11，以馬克思主義為信條的中國大陸學者，從資產階級革命論

的角度談論近代商人，雖然不斷受到台灣與西方學者的詰難，但仍是不改初

衷，繼續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中建構資產階級隊伍，探詢他們的組織與活動12。

姑且不談此一論戰孰是孰非，這方面的研究卻已經在此一論戰裡，獲得了不

少成果。 

  首先，在通論性的商人研究中，唐力行所著之《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

將商人與近代社會的互動以及商人文化等課題作了詳細的介紹13。朱英的《轉

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 —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則以市民社會理

論為研究工具，商會為其研究主體，將近代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互動

關係作了闡釋14。蘇雲峰所著之〈民初之商人（1911-1928）〉，以數值統計的

方式，將民初的商人結構，做了詳盡的分析，他所統計的清末民初377位著

名商人的資料表，將這些商人的年齡結構，籍貫，家世背景，學歷以及任職

做了完整的描述，是研究近代商人所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Michael Tsin寫的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 1900-1927.則是以社會

                                                 
 11 李達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識與政治參與（1905-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22期（上）（台北：民國82年6月），頁173。 

 12 章開沅，〈就辛亥革命性質問題答台北學者〉，《近代史研究》（北京：1983年1月），
頁163-191。 

 13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香港：中華書局，1995年1月)。 
 14 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 —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武漢：華中師
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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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角度討論這個階段的廣東社會，論述的層面包括商業、勞工運動、以及

政府的控制力等等，為近年來比較多方面討論廣東社會的西文著作15。 

  另外，在近代商人經商理念以及經世精神的著作，早期多半以王爾敏的

〈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當作商人思想研究的代表。王爾敏認為重商思想對

外挽回利權，對內則振興實業，在「加緊自救，亦必加緊西化，亦可謂加緊

現代化」的理念下，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討論商人與救國的關係16。李陳順

妍所著之〈晚清的重商主義〉，則著重於探討晚清社會是如何從富國強兵的

訴求而激起重商主義的原因17。此外，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

精神》，以及劉廣京所著〈商人與經世〉一文則著重於探討傳統中國思想與

商人經商理念的互動關係18。馬敏的《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

研究》則是近年來比較有系統談論商人思想的專著，包括了商人的經營思

想、政治理念，都有其獨到的見解19。 

  傳統商人與近代商人組織型態轉變的研究方面，虞和平所著之《商會與

中國早期現代化》為通論性的商會研究專著，將商會置於中國早期現代的框

架中進行考察，有許多新的論點20。徐鼎新與錢小明合著的《上海總商會史》，

則是另一部以現代化理論論述商會史的作品21；黃國信、黃啟臣與黃海妍合

著之《貨殖華洋的粵商》則是從組織的不同，討論廣東商人從明代以來的轉

變22，此外，黃啟臣與龐新平合著的《明清廣東商人》一書，則進一步探討

了明清時期廣東商人在商業貿易中的角色扮演23。而邱澎生的博士論文〈商

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則是以清代蘇州的商人團

體作為主題，運用「國家—社會」研究方法，討論會館、公所或是商會這類

                                                 
 15 Michael Tsin,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 1900-192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期（台北：民
國65年6月），頁1-92。 

 17 李陳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期，（台北：民
國61年7月），頁213。 

 18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6年1月初
版）；劉廣京，〈商人與經世〉，《近代中國研究通訊》，6期（台北：民國77年9月），
頁23-37。 

 19 馬敏，《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20 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4年）。 
 21 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22 黃國信、黃啟臣、黃海妍，《貨殖華洋的粵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 
 23 黃啟臣，龐新平著，《明清廣東商人》，（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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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與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作用24。而由於口岸貿易下的買辦商人，是

清末民初的新興階級，是故買辦商人的研究亦有成果，以郝延平所發表的〈買

辦商人 —晚清通商口岸一新興階級〉為代表25。朱英的《辛亥革命時期新式

商人社團研究》，則將新式商人社團的興起，視為是辛亥革命下的產物26。 

  在商人與政治的議題上，大陸學者提出了「商人們在晚清至民國20年之

間政治表現的評價呈『M』型」的結論，「即認為商人們在1860年代後政治上

日趨活躍，至清末立憲運動及辛亥革命達到第一高峰，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

了辛亥革命的結局，但後來由於反對『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現倒退。1915

年後，政局日益混亂，商人們的政治表現又呈上升勢頭」，「達到第二高峰」，

但不久又因支持國民黨清共，「最終喪失了『政治自主性』」27。台灣方面，

李達嘉所著之〈商人與政治—以上海為中心的探討（1895-1914）〉從重商思

想的興起，談到商人如何在清末成為社會裡的重要階級，進而參與政治活

動，並在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中做出抉擇28。另一方面，李達嘉也從支持革

命與反對革命的角度，探討民初以來上海商人普遍的政治意識與政治參與，

發表了〈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1905-1911)〉與〈從「革命」到「反

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關懷和抉擇,1911-1914〉兩篇文章29。劉怡青則運用

了《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中諸多重要史料，分析了天津地區商

人與軍閥政治的互動關係，發表了〈商人與軍閥政治（1916-1928）—以天津

為例〉。30另外，法國學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的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一書，從國家現代化的角度討論資產階級在這

                                                 
 24 邱澎生，〈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台北：台灣大學歷史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84年6月），頁12。 

 25 郝延平，〈買辦商人 —晚清通商口岸一新興階級〉，《故宮文獻》，2卷1期（台北：民
國59年12月），頁35-44。 

 26 朱英，《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 
 27 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頁234-276。 
 28 李達嘉，〈商人與政治—以上海為中心的探討（1895-1914）〉（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
研究所，民國83年）。 

 29 李達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1905-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22(上)（台北：民國82年6月），頁171-219；〈從「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
人的政治關懷和抉擇,1911-19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上)（台北：民
國83年6月），頁237-282。 

 30 劉怡青，〈商人與軍閥政治（1916-1928）—以天津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
究所，民國88年）；天津市檔案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聯合會編，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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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期的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31，也是這個領域重要的參考資料。 

  由於五四運動是近代影響深遠的一場政治運動，因此，就此時的商人研

究，在近年來也有不少成果，李達嘉之〈五四前後的上海商界〉，是較早開

始重視商人在五四運動中角色扮演的論著，將以往從學生運動角度理解與評

價商人政治運動所帶來的偏差，進行了矯正，提出商人積極參與推動抵制日

貨的看法，同時進一步討論了商人反日行徑的動力，來自於經濟利益受到日

本的危害等觀點。同時，五四之後，上海商人的組織出現了變化，李著則將

以往研究上將商會的態度當作全體商人態度的錯解，重新加以改正，提出總

商會與商業公團聯合會的抗衡等看法，對商人研究有相當重要的突破32。另

外，劉柏沖所著之〈天津商人與抵制日貨運動（1919-1923）〉，則從學生、商

人與政府三方面探討抵制日貨運動中天津商人的處境與應對，在研究取徑

上，可謂是一種新的嘗試33。 

  關於護法運動時期廣州當局的財經問題，以及孫中山革命的財務困境研

究方面，林能士所著之《經費問題與護法運動》可為早期關注護法時期經費

問題的專著34；另外，呂芳上的〈廣東革命政府的關餘交涉（1918-1924）〉35

以及賴澤涵的〈廣東革命政府的財政〉36，皆以財政問題的角度探討護法政

府與其他勢力間的互動關係。 

  以孫中山與資產階級為討論中心的作品，早期如莫世祥的〈孫中山和資

產階級在一九二三年〉一文，以陳炯明事件後孫中山與資產階級的互動為中

心，對事件後孫中山與上海商界的關係以及孫中山回粵之後與廣州商人的關

係，都有不少的討論與分析37。而針對1924廣東商團事件的研究，有井泓瑩

                                                 
 31 即L’â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1911-1937. 英譯本：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中譯本：白吉爾（著），張富強、許世芬（譯），《中
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二刷）。 

 32 李達嘉，〈五四前後的上海商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1期（台北：
民國81年6月），頁215-235。 

 33 劉柏沖，〈天津商人與抵制日貨運動（1919-1923）〉（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
民國91年）。 

 34 林能士，《經費問題與護法運動》（台北：大學搖籃出版社，中華民國84年3月）。 
 35 呂芳上，〈廣東革命政府的關餘交涉（1918-1924）〉，收入：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
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第一冊：國民革命史）（台北：

編者，民國73年6月），頁253-279。。 
 36 賴澤涵，〈廣東革命政府的財政〉，收入：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第四冊：經濟文化史），頁35-59。 

 37 莫世祥，〈孫中山和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三年〉，《近代史研究》，1987年1期（北京：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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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的《廣州商團事變》38，將廣州商團事件的前因及經過，作了詳實的描

述。專文方面，李達嘉的〈商人與政府—一九二四年廣州商團事件原因之探

討〉以及張家昀所著〈廣州商團事變前因及其經過〉可為代表。前者從經濟

的角度切入，談論商團事件爆發的經濟原因39；後者以政治因素為主，討論

事件前雙方的互動40。Hung-ting Ku的”The Merchants Versus Government: The 

Canton Merchant’s Volunteer Corps Incident.”一文則是著重於英國勢力對於商

團事件的影響，為外國勢力介入商團事件相關討論的重要著作41。 

  至於討論國民政府時期的政商關係，P. M. Coble Jr. 所著之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一書從江浙地區的商業

情形，討論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藉以分析北伐軍對江浙財閥的

依賴以及江浙商人對於時局動盪的無奈42。另外，商民運動是近年來研究的

新領域，以喬兆紅所著之〈論一九二○年代商民協會與商會的關係〉為例，

則探討了商民協會最終為何無法取代商會的諸多原因43。 

論文架構 

  在討論之前，先就「商人」、「廣州商人」作一界說。 

  所謂「商人」，其實可以作多方面的解釋，所涵蓋的範圍，幾乎包括了

各種民生相關行業的經營者44。而以往近代工商業研究，對於「工業」一詞，

多將其定義在一般農村手工業的範疇當中，亦有將其併於商業之內，所以「商

人」一詞不但包括了進行批發貿易的「行商」與開設店鋪的「坐賈」，其實

                                                                                                                            
年1月）。 

 38 井泓瑩，《廣州商團事變》（台中：浪野出版社，中華民國81年3月）。 
 39 李達嘉，〈商人與政府—一九二四年廣州商團事件原因之探討〉，《國史釋論》（上冊）
（台北：民國76年11月），頁353。 

 40 張家昀，〈廣州商團事變前因及其經過〉，《世界華學季刊》第二卷第四期（台北：民
國70年12月）。 

 41 Hung-ting Ku, ”The Merchants Versus Government: The Canton Merchant’s Volunteer Corps 
Incident.” Asian Affairs  Vol. 9(Oct, 1978). 

 42  P. M. Coble Jr.,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43 喬兆紅，〈論一九二○年代商民協會與商會的關係〉，《近代中國》期149（台北：民國
91年6月）。 

 44 馮筱才，〈中國大陸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6期，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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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包含手工業作坊的坊主及早期新式工業的股東45。探究其因由，清末民

初時的社會，大型的重工業多半操縱在政府的手中，一般的社會結構仍以一

級產業的農民為主體，而手工業則是農閒時期的一項外快，本其「自產自銷」

的原則，兼農、工、商的角色於一身，即便是較有規模的「作坊」，不僅經

常雇用工人從事生產，更將產品在市場上販售，「前店後坊」正是這些手工

業作坊的經營常態，所以作坊坊主，也可廣義地視為是一種「商人」。 

  由此可見，商人的定義十分廣泛，涵蓋的範圍也相當龐大，因此為了便

於討論，本文傾向從商人組織中的商人來進行討論，特別是廣州所擁有個幾

個不同的商人團體，包括最早期的廣東總商會（後改名為廣東廣州商務總會）、

後來成立的廣州市商會、廣州商業聯合會以及最後成立的廣州市商民協會等

等，藉由這些組織中的商人，討論彼此間因利益不同而造成不同程度的政治

參與，以及不同的政治理念。 

  另外，由於商人是一種流動性頗大的職業，因此，本文中所提及的廣州

商人，事實上應包含了在廣州市內從事商業活動的商人，以及在全國各地從

事商業活動的「廣州籍商人」，甚至於僑居海外的廣州商人亦應包含在內，

但因受限於研究材料與篇幅，本文擬以在廣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商人為主

軸，並結合上述所謂的商人組織，以架構本論文的研究對象。 

  同時，廣州的範圍亦需加以定義，儘管以清末至民初時廣州市的範圍言

之（事實上廣州有市政組織必須等到1910年代晚期），都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同

時，商業貿易也並非僅限於廣州市中，包括廣州周圍的市鎮，諸如：佛山、

汕頭、潮州，甚至是香港，都與廣州商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包括了

南海、番禺、三水、清遠、新會、開平等縣，也都可以算作是「廣州地區」46。

故本文所指稱的「廣州」，雖以廣州市為中心，但仍包含廣州與鄰近地區的

商業往來情況，因此是一個「廣義的廣州地區」。 

  由於清末鴉片戰爭後開放口岸貿易的關係，使廣州失去了以往「一口通

商」的獨佔地位。但廣州商人倚仗著對外貿易的經驗與雄厚的外僑資本，依

舊藉著商人組織的轉型，建立新式的商會，在清末民初的廣州社會裡，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本文第一章將論述的主題，包括近代廣州商人崛

                                                 
 45 邱澎生，〈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頁2-3。 
 46 利耀峰，〈廣州火柴工業與東山火柴廠〉，收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廣州市委員會、廣州
市工商業聯合會、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工商經濟史料》（廣

州文史資料第36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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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背景，商人組織轉型的經過以及轉型後商會的性質和其與清末民初廣州

政局的關係。 

  接續前述的主題，第二章將探討五四運動時期廣州商人所表現的政治活

動，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廣州是在與北京政府相抗衡之護法政府的統治之

下，而五四運動所反對的正是北京政府在外交上的失利，面對這個民氣可用

的機會，護法政府的態度是如何？在護法政府管控下的商人態度又是如何？

頗值得討論。同時，當時的護法政府勢力並不強大，無論軍事與財力都無法

與北京當局相抗衡，因此，在這樣的時局之下，政商關係的互動，也是本章

要討論的重點。 

  第三章將討論的是「廣州商人與粵軍執政」。1920年10月，陳炯明率軍

回到廣州，將原本盤據在廣東的桂系驅逐，廣州遂進入「粵軍執政」的新局

面。但是，此時的廣州卻深受桂系掌粵時期所造成財政紊亂之苦，為了填補

這些財政上的空缺，軍政府自然又將焦點集中到商人的身上，期盼可以從商

人獲得援助。但是連年的征戰早已使得廣州商業凋弊殆盡，面對這樣的困

局，商人怎樣反應？怎樣回應政府的要求？將是一個可以觀察的重點。另一

方面，「粵人治粵」是1910年代末期以來廣東人的呼聲，特別是飽受桂軍壓

榨的廣州商人，更希望在粵人治粵的新局面裡，得到喘息的機會。但是事與

願違，商人受到的剝削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足以想見商人對於陳炯明、孫中

山等人都有著強烈的失落感。在這股失落感中，商人如何因應？如何生存？

甚至如何對政府伸出援手？都是值得一探究竟的。最後，廣州當局為了許多

政治上的問題，包括：軍政府的改組、聯省自治的爭議、北伐、援桂等軍事

行動的意見不一，造成孫中山與陳炯明的決裂，甚至發生「陳炯明事件」，

廣州因此又陷入戰爭當中。綜觀這段期間，廣州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為

了取得軍政府合法的領導地位，各個實力派紛紛以奪取廣州為要務；而在政

權數度異主下的廣州商人，他們的處境與參與政治的意願，都有深入討論的

必要。 

  最後，孫中山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歷經了軍政府時期、中華民國政

府時期，如今主導廣州政局的，則是「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的軍事組織。

大本營的建立，代表了孫中山革命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在這段期間，中國國

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完成了改組，確立了後來為商人質疑的「聯

俄容共政策」；在孫中山逝世後，以孫之信徒自居者也以大本營為基礎，建

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其後完成北伐的，也是這個政府的國民革命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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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本營時期的廣州，同樣面臨著財政、軍事、內政等問題，外在的壓力

與內在的不安，讓執政者依舊無暇顧及商業貿易的發展。取而代之的，竟是

多如牛毛的稅捐壓力，加上由於扣留商團槍械的問題，遂釀成1924年的商人

罷市與商團事件。因此，第四章將著重於討論商團事件前的政商關係，以及

事件過後商人對政府的疑懼與不滿。同時，商團在歷次動亂中所建立起來的

聲望與實力，在執政者強力干預下被壓抑，商人遂失去了得以保護自己的武

裝力量，政商關係遂走向另一個新的局面。緊接著，為了聲援上海的「五卅

事件」，廣州與香港兩地工人發動了大規模的「省港大罷工」。此次罷工中政

治力的介入極為明顯，特別是當國民政府直接加入聲援罷工的行列後，使得

支持罷工變成一股群眾運動，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商人。但是，商人支持罷

工是矛盾的行為，可是，當支持罷工變成政府的政策之一時，商人該怎樣面

對？這也是第四章要解決的問題。最後，從本文第一章開始即言，商會一直

是一個大商人為主體的商人組織，但進入1920年代以後，商會內部出現了「商

民協會」，而且由於商民協會的理念符合當時的政治潮流，因而獲得政府很

大的支持，使得以中小商人為主體的商民協會，以「社會運動」的方式，與

大商人的總商會相抗衡。儘管如此，這股運動的時間卻不太長，當國民政府

控制的版圖漸漸擴大，商民協會的重要性反而漸漸被忽視，最後甚至被下令

解散或改組，國民政府需要商民協會的目的何在？解散商民協會的原因又是

什麼？特別是當廣州國民政府北遷武漢，廣州商人受到政治力的介入不若以

往，在這樣的情形下，大小商人間的互動又有產生什麼變化？ 

  因此，本論文欲討論的問題有二：其一，當執政者政治權力改變之時，

執政當局與其統治的商人互動情況的改變，是否有規律可循？其二，商人與

政治的互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呈現積極而主動？又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呈現

消極與被動？甚至是放棄舊政權並歡迎新政權的到來？希望藉由這兩個問

題，釐清自清末民初以來廣州商人與政治互動的模式，並藉由初步的比較研

究，突顯出廣州商人的特殊之處。 


